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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by Chen
Broker / 企管碩士
德州 /加州地產經紀人

國、台、英語

Grace Wang
工商管理碩士
房地產經紀人

54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00 Sugar Land, TX 77478
買的稱心，賣的放心，售屋高價又快速

值得您依賴的房地產投資專家

專精:房屋 商業 公寓 土地開發 物業管理 

◆西北區75個單位Condos出售，地點佳
，入住率高，現收租金，高報酬近8%，
售$3,990.000。

◆糖城Tang City Plaza 店鋪出
    租，1F&2F請來電洽詢
◆Warehouse 出售，位於
    Rosenberg，近59號高速
    33,885呎，地大5.50AC，售
    $1,800,000。

◆休斯頓商業中心, 繁華地段獨立旺
鋪1萬1千平方尺, 大型獨立停車場，
交通便利, 視野好。適合家居相關產
品零售。可租, 可售！請電Grace。 另有多單位公寓樓出售，請電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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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您家的感覺

服務人員專業、友好
及時解決問題

免費WiFi、室內冰箱
本地電話、報紙、咖啡和茶

房間寬敞、整潔
免費早餐新鮮、健康

緊鄰中國城  交通購物方便
2930 W Sam Houston Pkwy S

Houston, TX 77042

(713) 785-3899

凱蒂亞洲城年終酬賓活動

⾵味亞洲
優惠回本券

$25ONLY$10
凡訂購滿$35 即可享有加購價$10

掃描QR CODE
⽴刻訂購亞洲美⻝

KATY ASIAN TOWN

價值超過$500 優質⼤獎等你拿

Katy Asian Town Retail Condominium Association, Inc. (the “Association”) is a separate and distinct corporation from AMA On-The-Go, katyasiantowntx.com, and any company or business operating in Katy Asian Town Condominiums. The representations of AMA On-The-Go,
katyasiantowntx.com, and any company or business operating in Katy Asian Town Condominiums are not the representations of the Association, nor is the Association liable for the website content, business offerings, or actions of said entities.

（（路透社路透社））

美眾議院宣布啟動美眾議院宣布啟動第2次彈劾川普
美國眾議院在星期三宣布啟

動彈劾總統的程序，以實質行動
制裁川普。多名共和黨眾議員已
表態支持，他們將與民主黨人一
起投下彈劾票。

美聯社報導，眾議院牧師以
「從暴亂中抓住正義」 的祈禱詞
為眾議院會議開幕，針對的議題
就是川普總統煽動群眾發動暴亂
，必須被彈劾。

民主黨麻瑟諸塞州眾議員麥
格 文 （Jim McGovern） 說 ，
「川普在白宮的每時每刻，都在
危害這個國家，煽動暴亂是明確
的犯罪，我們如今在處的地點，

就在犯罪現場。如果不是美國總
統，我們就不會在這裡開這個會
。」

他說，川普告訴人群 「遊行
前往國會大廈」 ，這個信號相當
明確。

共和黨眾議員亞當·金津格
（Adam Kinzinger）支持彈劾，
他說，會有更多共和黨人與他一
起投下彈劾票。比如懷俄明州眾
議員莉茲‧錢尼(Liz Cheney)就
是，她正是小布希時代的副總
統-迪克錢尼的長女，她的表態
相當有影響力。

除了金津格、錢尼外，其他

已表態支持彈劾的共和黨眾議員
有：紐約州約翰·卡特科(John
Katko)、密西根州的佛雷德·烏
普頓(Fred Upton)、華盛頓州的
海梅·埃雷拉·貝特勒 (Jaime
Herrera Beutler)。

不過，有些共和黨人雖不滿
意川普，卻不支持彈劾。比如奧
克拉荷馬州共和黨眾議員湯姆·
科爾(Tom Cole)，他說： 「1月
6日將是他在眾議院服務以來最
黑暗的一天，這將是他永遠的記
憶。」 但是科認為，許多美國人
選擇支持川普，眾議院採取的任
彈劾行動，會進一步分裂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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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中原律師
DANIEL LEE

C.Y. LEE LEGAL GROUP, PLLC

www.leelegalgroup.com

11122 Bellaire Blvd., Suite 103, Houston, TX 77072
(Tues-Thur 9:00am-5:00pm)

1305 Prairie St., Ste. 300, Houston, TX 77002
(Mon-Fri 9:00am-5:00pm)

A02_LEE李中原律師C_16

Of Counsel Mark Thering and Of Counsel Glenn Loethen.

精通國語、英語
粵語、西班牙語

休士頓最佳律師  獲獎無數

歡迎來電預約:
832-632-4639
英語、國語、粵語、西班牙語

資深出庭辯護律師

刑事事故/車禍意外/人身傷害
家庭法/離婚官司/子女扶養
商業/房產糾紛/各類案件

專
精

為服務華人社區已於美南新聞大樓一樓設有辦公室

manager.v@houstondivorcenow.com
E-mail:

法學博士 ATTORNEY AT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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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lee@scdaily.com
我見我聞我思

LIVE
歡迎使用
觀看高清美南國際電視新聞台

著名教育專家李恕信教授日前在美南
電視台之訪談節目中，談到元月六川普教
唆攻擊國會大廈時，激動和悲憤之心情讓
她潸然涙下。
李教授早年從台灣來來美求學，经過

多年苦读獲得博士學位，並在休斯敦大學
執教多年，與眾不同的是，李教授有感
於華人参政之急迫性，她毅然參加了美國
共和黨，從基層義工發傳單開始，創辦
中文學校，成為一位深入基層的模範義工
，在共和黨之推荐下，她曾在休斯敦近郊
的太空城參加國會議員之初選，雖然未能
如願，但是為我們華裔美人
發聲，更是華人參政之表率
，由于她的領導能力及學養
俱豐，曾被里根及布希政府
徵召進入美國聯邦教育部主
管族裔教育事務，也為華裔
參政揭開新的篇章。
早於七十年代，許多品

學兼優的台灣青年遠渡他郷
來到美利堅共和國，學成之
後，多半都在此落葉生根，
視此為安身立命的家園。
當我們今天目睹美國總

統支持者攻擊國會大廈，暴

徒公然佔領國會殿堂，李教授談到她當年
在聯邦政府服務時，每天都會途经的地方
，再次看到就如自己的家園被不齒之徒進
行破壞，更為我們的民主大國蒙羞，更
可況新冠病毒之失控四十多萬國人失去寶
貴生命，說到激動處，李博士真的掉涙
了
今天在美國，我們有許多以李教授為

榮的華裔美人，他們在成人之後離鄉別井
到新大陸成家立業，但是我們永遠不會忘
記自己固有之祖宗，加入美國大家庭，
更以華裔美人為榮。

When Professor Esther Lee watched the horri-
fying video from the U.S. Capitol and was in-
terviewed by our tv host about last Wednes-
day, she was so sad and tears came to her
eyes.

Professor Lee came to America from Taiwan
when she was very young. After many years
of hard studies she earned her PhD degree
and became a well-known education profes-
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Houston. Because of
her enthusiastic spirit to help others, she be-
came involved in community service and
joined the Republican Party to serve the com-
munity and started a Chinese weekend school
to support candidates who were running for
public office.

After many years, she got involved in political
activities and eventually entered the U.S. con-
gressional race in the Houston-Clear lake ar-
ea. Even though she didn’ t make it, it was
the first time the door had been opened to an

Asian-American to run for a national post
from Texas. Years later she was appointed by
President Ronald Reagan and the George
Bush administration and went on to serve in
the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She was
one of very few Asian-Americans who had
been appointed to a position to serve i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Professor Lee came to America for a better
life. After many years of study she earned her
PhD degree in education and later taught at
the University of Houston and became a very
famous and successful scholar. Most immi-
grants become citizens of this great country,
but they never forget where they came from,
and they will always be proud as Chinese
Asian-Americans and an important part of this
great nation.

Professor Lee, we admire you and your contri-
bution to America.

大俠行天下日記大俠行天下日記 我見我聞我思我見我聞我思0101//1313//20212021

Professor LeeProfessor Lee’’s Tearss Tears

李教授的眼淚李教授的眼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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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外交人士指出，
由於中國力挺巴基斯坦境內若干恐怖組織，最
近正試圖阻止印度擔任聯合國安理會與反恐有
關的關鍵機構主席。

中國曾長期阻止印度向聯合國要求把巴基
斯坦恐怖組織穆罕默德軍（Jaish-e-Mo-
hammed, JeM）首腦阿茲哈（Masood Azhar
）列入聯合國恐怖分子黑名單的建議案，雖然
最後失敗告終，但印度仍批評中國對恐怖主義
採雙重標準，且與巴基斯坦政府私下支持恐怖
組織。

印度今年起正式成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理
事國之一，印度時報（Times of India）引述
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外交人士說，聯合
國安理會上週討論印度在安理會擔任反恐委員
會 （Council Counter-Terrorism Committee
）及制裁阿富汗民間組織塔利班委員會（Tal-
iban Sanctions Committee）、制裁蓋達組織
委員會（Al- Qaida Sanctions Committee）
擔任主席提案，卻遭中國強烈反對，引發爭論
。

這名人士表示，中國似乎擔心印度成為制

裁蓋達組織委員會的主席，因為這個委員會過
去曾制裁阿茲哈、薩伊德（Hafiz Saeed）等
以巴基斯坦為基地且涉及印度恐怖攻擊事件的
國際恐怖分子，和涉及印度恐攻案的虔誠軍
（Lashkar-e-Taiba, LeT）等在巴基斯坦的恐
怖組織。

這名人士說，中國的反對引發爭辯，導致
相關委員會主席任職國的公布被推遲，但印度
仍將領導聯合國安理會反恐委員會。

消息來源指出，中國是唯一反對印度擔任
制裁蓋達組織及附屬組織委員會主席的安理會
成員國。

專家研判，在中國反對下，制裁塔利班和
制裁蓋達組織的兩個委員會主席可能首次由不
同國家擔任，有可能是印度領導制裁塔利班委
員會，而挪威領導制裁蓋達組織及附屬組織委
員會。

中國已在聯合國多次阻撓對恐怖組織和恐
怖分子的相關制裁行動，遭到支持恐怖主義的
質疑與批評，但中國當局不斷對外否認支持恐
怖主義與恐怖組織。

挺巴基斯坦 陸力阻印度領導聯合國反恐機構

雖然日本先前為防止變種新冠病毒入侵而宣
布鎖國，但仍開放包括台灣在內等11國疫情穩定
國的商務客入境。不過據日媒NHK報導，鑒於多
個國家已出現變種新冠病毒，日本政府13日宣布
停止與這11國之間的商務客入境豁免，除了親屬
葬禮等特殊情況外，將完全禁止外國人入境。

報導指出，在英國與其他國家傳出高傳染性
的突變新冠病毒後，日本政府已暫停了外國人入
境，但台灣、大陸以及韓國等11國家及地區的商
務往來仍可持續。不過在日本出現全新的突變新
冠病毒後，讓日本政府停止持續與疫情穩定國家
之間的商務客往來，除了親屬喪禮與配偶分娩等
特殊情況外，外國人將完全禁止入境。

雖然日本已在7日宣布緊急事態，但仍持續
對台灣等11個國家及地區的商務人士入境，引起

執政的自民黨外交部會不滿，認為民眾難以理解
政府為何採取雙重標準；即使入境者須提交核酸
檢驗（PCR）陰性證明，但多位國會議員認為
PCR檢測仍無法掌握外籍人士入境後的行動，應
該全面暫停外籍人士入境。

另外，據日媒朝日新聞報導，自去年1月15
日出現首位新冠病例至今，日本新冠確診病例已
累計超過30萬，特別是去年12月下旬至1月初
又新增10萬例，新增確診速度快速攀升。以日本
的都道府縣來看，東京都的確診病例多達近8萬
例居冠，大阪府3萬5000例、神奈川縣將近3萬
例。

此外，愛知縣、埼玉縣、北海道、千葉縣、
兵庫縣、福岡縣各逾1萬例。

日本新冠確診者超過30萬 取消台灣等11國商務客豁免

在經歷國會暴動後數日,川普總統終於公
開露面到德州美墨邊界紀念那一道超過450英
里的圍牆竣工儀式,信心滿滿的川普說:這是美
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工程，我們創造了歷史，
沒有人相信我們做到了!”

是的，建築那一道圍牆是川普2016年參
選總統最重要也最吸睛的政見, 自從上任以來,
他念茲在茲，就是要打造這一座防止非法移民
偷渡到美國的牆,從法治與國安角度來看,這沒
有不對,但從人道、財政與環保去審視，當然
不宜, 可是川普堅持己見, 歷經萬難都要完成這
個被人譏為浪費國力又徒勞無益的牆, 而即將
上任的拜登已經決定立即終止修建這道尚未完
工的牆。

"牆"這個字，除具有防禦之意外，更有隔
離和拒絕的含義，是一個消極和負面的字眼,
所以在中國古人所鑄造的成語和俚語中, "禍起
蕭牆"、"狗急跳牆"、"拆東牆補西牆"和"牆倒眾
人推"等等都是不好的現象，在冷戰時期，歐
洲鐵幕給人一種悲戚的形象，東西德之間的”

柏林圍牆” 更成為分割鐵幕的標誌性建築，
直到九零年代初圍牆被推翻，兩德統一了，德
國人才真正的被解脫出來，如今川普興建那樣
一道牆，真是具有封閉保守的思想, 不僅僅把
美國自己圍堵起來，更有一種羞辱墨西哥以及
不尊重鄰國的味道，所以是對鄰國非常不友善
的舉動, 但這些川普都不管,也不介意。

在過去的四年裡, 為興建那一道牆,我們看
到了在美墨邊界一座座建築物被炸毀被剷平，
一處處原始峽谷、河床、山脈、沙漠和草原被
肆意摧毀，每修建一英里的圍牆，就會有原生
環境被破壞, 而最讓美國人無法接受的就是,川
普曾揚言築牆費用將由墨西哥來支付，但阿米
哥人最後一分錢也沒出，這筆昂貴的費用最後
由美國納稅人來買單,所以激起了民怨與公憤
。

川普馬上就要下台離去, 看到這一道牆,十
分令人感傷, 無論美國人對這一道牆肯定或否
定, 它都將成為川普從政所留下來的歷史痕跡
。

李著華觀點︰那一道牆-川普留下來的歷史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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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01-John Lee李元鐘保險2567B_16

已發表19萬字保險專欄，
www.johnleeins.com 歡迎索取

7001 Corporate Dr. #201. Houston, TX 77036（華埠大廈）
電話: (832) 500-3228請找謝經理

李元鐘保險
我們擁有最多美國政府認證的
各項保險專業證照、得獎無數

美國保險碩士、台灣淡江保險學士

美國及台灣前十大保險公司理賠專員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療、老人保險

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中英安息日崇拜：週五晚上7:45週六早上10:45
中英文分組查經：週六下午1:30
英文兒童宗教教育：週六早上11:00 下午2:00

TJC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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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將延長國家緊急狀態
8月擬完成疫苗自願接種

綜合報導 意大利政府內閣會議日前批準1月7日至15日過渡性防疫

法令後，總理府消息人士稱，衛生部及國家科學委員會專家組正在就未

來壹個時期防疫法令，開始征求地方政府意見，相關法令將於當地時間

1月15日以前頒布實施。

消息人士指出，新壹階段的防疫法令，將會進壹步強化不同疫情風

險區域的防疫措施，規範民眾的日常防疫行為，進壹步加大疫苗接種的

宣傳和推廣工作，並決定延長國家衛生緊急狀態。

根據意大利相關法律規定，政府內閣聯席會議在實行12個月國家緊

急狀態後，有權決定再次延長12個月國家緊急狀態。據稱，意大利總理

孔特希望將國家緊急狀態延長至2021年7月31日，具體國家緊急狀態延

長時間有待內閣聯席會議批準。

另據報道，當地時間1月6日，意大利衛生部長斯佩蘭紮在疫情視

頻工作會議上表示，各地區必須嚴格限制疫苗庫存時間。未來，衛生部

將根據各地區的疫苗實際使用率，進行疫苗分配，將對疫苗使用率較高

的地區進行優先配給，以避免疫苗資源浪費等問題。

意大利國家新冠病毒應急委員會主任阿庫裏表示，為了加快疫苗接

種速度，未來壹到二周時間，國家衛生系統將會再次抽調1500名醫護人

員參加疫苗接種工作。

阿庫裏強調，國家衛生系統將會充分調配社會醫療資源，推動疫苗

接種計劃順利實施，確保在2021年3月底，疫苗接種人次達到590萬，

並力爭在8月份完成新冠疫苗自願接種。

疫情日趨嚴重
南非政府計劃進壹步加強抗疫措施

綜合報導 南非單日新增確診病例超過2萬例，南非衛生部部長茲韋

利· 穆凱茲表示這是該國疫情日趨嚴重的重要節點，未來南非可能進壹

步加強抗疫措施。

第壹次疫情暴發高峰時，南非最多單日新增約17000例確診病例以

及約300例死亡病例。第二次疫情暴發後，患病人數增加的速度是第壹

次疫情所不能比擬的。1月6日，南非單日新增確診病例21832例，並有

844人因新冠肺炎去世。

當地媒體表示，已有部分內閣成員建議將防疫級別從3級提升到4

級（最高為5級，該級別下所有居民不得隨意外出）。考慮到防疫限制

措施對南非經濟的影響，內閣正在對該決定進行緊急磋商。

雖然大多數南非國民支持政府為遏制新冠病毒傳播所采取的嚴厲措

施，但是隨著對經濟的影響加大，南非政府正面臨來自商業各界越來越

大的壓力，還有壹些組織對政府提起了法律訴訟。

1月6日，南非釀酒協會（SAB）宣布，將就政府在抗疫期間宣布的“禁

酒令”是否符合憲法進行訴訟。南非釀酒協會稱，這是為了保護所有釀酒行

業人員生計所采取的最後手段。南非法院2020年曾裁定政府在抗疫期間禁止

銷售煙草制品的規定違憲 ，目前南非政府正準備提起上訴。

南非政府及醫療協會曾多次表示，禁酒讓南非醫院減少了治療因飲

酒導致車禍及相關疾病的患者所承擔的壓力，讓醫院能專心治療新冠病

毒感染者。禁煙也有利於減輕醫院的負擔，並降低該國因共享香煙傳播

病毒的可能性。

但批評者強調，禁煙禁酒沒有起到實際效果，反而使黑市銷售額激

增，國家財政部稅收大幅度下滑。

疫情吃緊
歐洲多國擬延長限制舉措

綜合報導 歐洲多國繼續抗擊新冠疫

情。德國8日報告單日新增死亡病例創

新高，法國可能推遲重開滑雪場，匈牙

利宣布延長防疫限制措施至2月1日。

德國疾控機構羅伯特· 科赫研究所

8日數據顯示，德國過去 24 小時新增

死亡病例1188例，超過去年12月 30日

所創 1129 例的紀錄；德國當天新增確

診病例31849例，是迄今單日新增病例

高峰之壹。

德國中部圖林根州是這個歐洲最大

經濟體疫情最嚴重地區之壹。圖林根州

州長博多· 拉梅洛呼籲德國聯邦政府將限

制措施擴展至所有經濟活動，即應對第

壹波疫情時所采取舉措。

拉梅洛接受中德意誌電臺記者采訪

時說：“我認為沒有其他選項……我們

犯錯了，錯過了（去年）12月停止經濟

活動的機會。”

路透社報道，去年12月，德國政府

要求餐館和售賣非必需品的商鋪關閉，

但沒有關停生產活動，未能顯著減少新

增確診病例。

法國是全球新冠死亡病例第七多的

國家，迄今超過6.6萬人因感染新冠病毒

死亡。法國政府原定1月20日實施第三

階段“解封”措施，包括重開滑雪場。

法國外交部分管旅遊事務的國務秘書讓-

巴蒂斯特· 勒穆瓦納8日告訴法國媒體，

政府重開滑雪場的決定取決於疫情何時

得到控制。

法國總理讓-卡斯泰7日說，由於疫

情迅速蔓延、醫院承受重壓，法國全國

範圍的餐館和博物館等壹些公共場所將

繼續關閉直至2月中旬，滑雪場可能無

法在2月以前重開。

運營滑雪場的法國阿爾卑斯公司首

席執行官多米尼克· 馬塞爾說，滑雪場2

月能否重開對壹些業內企業“生死攸

關”，“如果2月無法開放，我們必須

面對現實，這個滑雪季結束了。”

匈牙利總理歐爾班· 維克托8日宣布

，匈牙利將延長宵禁等防疫限制措施至2

月1日。

為控制第二波疫情，這個中歐內陸

國家去年11月11日起實施嚴格防疫舉措

，包括關閉酒店和餐廳，每晚7時起宵

禁，禁止聚會。

丹麥衛生部8日宣布將開發壹款數

字“疫苗護照”，發放給接種過新冠疫

苗的民眾，以便他們到其他國家旅行時

提交給相關機構。這款護照預期1月在

衛生部網站推出。不過，丹麥衛生部強

調，還需要進壹步調查接種過疫苗的人

是否仍會受感染以及疫苗起保護作用的

時限。

這個北歐國家本周起執行更嚴格的

限制措施，包括聚會人數上限從先前的

10人下調至5人，在商店等公共場所必

須保持2米社交距離。

法國新冠疫苗接種進度堪憂
恐三度“封城”

綜合報導 法國新冠疫情近日出現嚴

重反彈。根據法國衛生部當地時間1月 8

日發布的數據 ，截至當天14時，法國新

冠肺炎累計確診病例2747135例，過去24

小時新增19814例，累計死亡病例67431

例，新增590例。2021年第壹周每日均增

15052例新冠確診病例。

當地時間7日晚，法國總理讓· 卡斯

泰在新聞發布會上宣布了新壹輪疫情防控

措施：原定7日結束的全國性“宵禁令”

延長至1月20日，新增10個實施宵禁的

省份，宵禁開始時間從20時提前至18時

；博物館、影劇院、體育館等文娛場所月

底前繼續關閉；餐館、酒吧保持關閉至2

月中旬。

此外，總理讓· 卡斯泰還承諾，法國

將簡化新冠疫苗接種程序並加快疫苗接種

速度。下周壹前，法國疫苗接種中心的數

量將由現在的100個增加至300個，月底

前達到600個；繼醫護人員和50歲以上的

家政人員被予以優先接種之後，75歲以

上的老年人1月18日起亦可接種新冠疫苗

。法國衛生部長奧利維耶· 韋朗表示，爭

取“本月底前完成100萬人口

的接種”。

疫苗接種遠遠落後

自2020年12月27日啟動

新冠疫苗接種以來，法國的

疫苗接種較歐洲其他國家進

展相對緩慢。據法國衛生部

數據統計，截至今年1月1日

，只有516人接種。同時期，

德國已有超過20萬人接種新

冠疫苗。截至8日，法國人均

新冠疫苗接種率為0.07%，遠遠落後於英

國（1.91%）、丹麥（1.43%）、意大利

（0.68%）、德國（ 0.5%）。

據法國著名時政周報《星期日報》披

露，法國總統馬克龍近日在壹次電話會議

中怒斥了“全家出遊散步”式的接種

節奏，稱它“既有悖於當下形勢所需，

也不符合法國人的期待”。“我從早到晚

壹直在戰鬥，也希望所有人都能同樣投入

抗‘疫’。但目前的情況不盡人意……

這必須盡快改變！”

但在疫苗接種方面，法國政府仍需

要面對壹個棘手的問題：國民對疫苗普

遍持有較強的懷疑態度。據民調機構益

普索（Ipsos）於去年12月29日發布的壹

項調查顯示，僅有40%的法國人表示願意

接種新冠疫苗，這壹數據遠遠低於英國

（77%）、美國（69%）、德國（65%）

和意大利（62%）。

鑒於目前疫情的嚴峻形勢，法國衛生

部長奧利維耶· 韋朗近日透露，“不排除

在疫情惡化的情況下啟動第三次封鎖”。

法國政府將於1月20日再次評估疫情狀況

，做出下壹步的決定。

德衛生部長有意接班默克爾
綜合報導 德國衛生部長

延斯· 施潘考慮在今年秋天聯

邦議院選舉中代表基督教民

主聯盟角逐總理壹職，接替

無意連任的現總理安格拉· 默

克爾。

德國《圖片報》以基民盟

人士為消息源報道，自新冠疫

情暴發以來，施潘成為焦點人

物，過去幾周已與多名有影響

力的基民盟人士討論個人今後

仕途。

壹名基民盟州協會主席向

《圖片報》披露，施潘“非常

公開地”表達

了參選想法。

另壹名基民盟

州議會領導人

說，施潘“清

楚地告訴我，

倘若他3月份

的民意支持率

比（北萊茵-

威斯特法倫州

長阿明· ）拉

舍特高很多，他有可能競選總

理”。

基民盟定於15日至 16日

選舉新任黨主席，拉舍特是候

選人之壹。施潘去年表示支持

拉舍特競選黨主席，後者若當

選，施潘可能出任副主席。執

政黨聯邦議院黨團前主席弗裏

德裏希· 默茨、聯邦議院外事

委員會主席諾貝特· 勒特根也

是候選人。

德國定於9月舉行聯邦議

院選舉。由基民盟與其姊妹黨

基督教社會聯盟組成的聯盟黨

有望繼續作為議會最大黨團，

組建新政府。基民盟在聯盟黨

內占主導地位，按照慣例，新

總理將由基民盟黨主席出任。

不過，按照路透社的說法，黨

團內其他人也可以參選總理，

總理人選須獲得基社盟支持。

議會選舉前，新任基民盟

主席將面臨多場地方選舉考驗。

《歐洲政治周報》報道，就議

會選舉，拉舍特、默茨、勒特

根還沒有看得那麽遠。壹些官

員因而暗示，或許會有其他人

競選總理，施潘和巴伐利亞州

長馬庫斯· 澤德是熱門人選。

施潘現年 40歲，屬於黨

內少壯派，曾反對默克爾

2015 年開放國門並接納大批

中東和非洲難民。他憑借應

對第壹波新冠疫情的表現贏

得民心，但眼下因疫苗推廣

速度慢招致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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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
versity）的數據顯示，美國因COVID-19造成
死亡人數已超過38萬，直逼美國在第二次世界
大戰的死難總人數（約40.7萬），可見其嚴重
。美國目前的確診人數已超過2280萬。

正在美國同時面臨政治危機，和極右翼極
端主義的動蕩局面，星期二，美國一天內的新
冠不治者達到4327人，亞利桑那州和加利福尼
亞州是疫情最嚴重的2個州。

即使目前正在推出疫苗，但美國仍處於疫
情爆發以來最嚴重的時候，新的病例平均每天
以25萬人增加。

根據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的數據，

美國已有930萬人接種疫苗，人數雖然不少，
但這樣的人數不到美國總人口的3％，這與專
家們認為遏制疫情所需要接種比例仍然相距甚
遠。

全美國努力加快疫苗的施打，許多城市的
體育館和室內廣場開設大規模的快速疫苗注射
所，甚至有 「得來速」 服務，人們可以搖下車
窗就能伸手施打。

此外，越來越多的州已開始為老年人提供
疫苗接種，分別為65、70或75歲。到目前為
止，醫護人員和療養院居民已開始接受疫苗接
種。在大多數地方都享有優先權。

美國新冠病患死亡數 竟已接近二戰時期犧牲總數

眾議院牧師以 「從暴亂中抓住正義」 的祈
禱詞為眾議院會議開幕，針對的議題就是川普
總統煽動群眾發動暴亂，必須被彈劾。

民主黨麻瑟諸塞州眾議員麥格文（Jim
McGovern）說， 「川普在白宮的每時每刻，
都在危害這個國家，煽動暴亂是明確的犯罪，
我們如今在處的地點，就在犯罪現場。如果不
是美國總統，我們就不會在這裡開這個會。」

他說，川普告訴人群 「遊行前往國會大廈
」 ，這個信號相當明確。

共和黨眾議員亞當·金津格（Adam Kinz-
inger）支持彈劾，他說，會有更多共和黨人與
他一起投下彈劾票。比如懷俄明州眾議員莉茲
‧錢尼(Liz Cheney)就是，她正是小布希時代的

副總統-迪克錢尼的長女，她的表態相當有影
響力。

除了金津格、錢尼外，其他已表態支持彈
劾的共和黨眾議員有：紐約州約翰·卡特科
(John Katko)、密西根州的佛雷德·烏普頓
(Fred Upton)、華盛頓州的海梅·埃雷拉·貝特
勒(Jaime Herrera Beutler)。

不過，有些共和黨人雖不滿意川普，卻不
支持彈劾。比如奧克拉荷馬州共和黨眾議員湯
姆·科爾(Tom Cole)，他說： 「1月6日將是他
在眾議院服務以來最黑暗的一天，這將是他永
遠的記憶。」 但是科認為，許多美國人選擇支
持川普，眾議院採取的任彈劾行動，會進一步
分裂美國。

美眾議院宣布啟動第2次彈劾川普 共和黨有5人支持

美國聯邦眾議院今天表決通過決議，敦促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啟動美國憲法第25修正
案將總統川普免職的程序，不過彭斯已表明他不會這麼做。

為了援引第25修正案，彭斯與過半數的川普內閣成員必須宣布川普不適任。
路透社報導，彭斯今天稍早拒絕採取這項行動。眾院預計將在明天表決以煽動叛亂為名彈劾川

普的議案。

美眾院通過決議促彭斯援憲法將川普免職

美國最高法院昨天推翻第8巡迴上訴法院暫緩處決女囚蒙哥
馬利（Lisa Montgomery）的命令，為執行死刑掃除障礙。

司法部在聲明中說： 「52歲的蒙哥馬利已經伏法，依據
2007年聯邦陪審團一致建議的死刑，並由密蘇里西區地方法院

做成的判決。」
挑戰者在多個行政法院奮戰

尋求暫停處決。蒙哥馬利原本
應在美東時間昨天6時，於印第安納州的獄中接受毒針注射處決
。

蒙哥馬利的律師亨利（Kelley Henry）措辭嚴厲地表示，處
決蒙哥馬利是 「惡毒、違法且不必要的行使專制權力」 。

「沒人得以質疑蒙哥馬利長年罹患讓人精神耗弱的心理疾病
，這最先就是監獄管理局（Bureau of Prisons）自己的醫師所診
斷出來並進行治療。」

蒙哥馬利綁架與勒斃懷胎8月的史丁娜（Bobbie Jo Stinnett
），並從史丁娜腹中取出活生生的胎兒，2007 年在密蘇里州遭
到定罪。

美最高院終准行刑近70年來首位聯邦女死囚遭處決
谷歌（Google）旗下的YouTube今天表示

，已移除川普頻道的新增內容，因為內容違反平
台禁止煽動暴力的政策。

YouTube發布聲明說，川普頻道至少7天不
得上傳新的影音內容或是啟動串流直播，禁令可
能會延長。

稍早，一個公民組織呼籲YouTube加入其
他社群媒體平台的行列封鎖川普，還揚言若
YouTube不從，將展開廣告抵制行動。

＃停止仇恨換取獲利（#StopHateForProfit
）行動要求YouTube拿掉川普認證頻道，因為
這讓川普有機會 「繼續散布」 關於去年大選有效
性的 「錯誤資訊」 。

發起這場行動的 「常識媒體」 （Common
Sense Media）執行長思特爾（Jim Steyer）表
示： 「如果YouTube不同意我們，不加入其他
平台的行列禁止川普，我們下一步就會去找廣告
商。」

川普YouTube首頁是1部已有1個月之久的
影片，影片中，川普對投票程序提出質疑，獲得
約580萬次點閱；而他這個免費頻道訂閱數高達
277萬。

川粉6日闖入國會大亂之後，臉書（Face-
book）上週將川普的臉書與Instagram帳號停權
，推特（Twitter ）更刪除了川普的帳號。

川普的Snapchat與Twitch帳號也遭停權。

推特臉書之後 YouTube抵制川普頻道新增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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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準新基建 港企奔灣區
五科創項目路演 盼獲融資落戶東莞松山湖孵化

“濾波器是通訊領域必不可少的器件。傳統
基站天線數量少，多數都是固定式的定

向天線。而內地從4G邁入5G發展的過程中，需
要大量建設5G基站，5G基站的天線數量和濾波
器數量較傳統基站急劇增加。我們看好5G發展
過程中濾波器調試的市場規模。” 邁微思（深
圳）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韋大成表示，公司團隊
來自香港中文大學電子工程系，研發人員佔比過
半。公司成立之初就已敏銳地捕捉到國家“新基
建”的發展機遇。韋大成引用數據指出，根據內
地4G基站的覆蓋面數推算，內地5G基站信號覆
蓋面如要達到現時4G基站的水平，則需要建設
約1,000萬個5G基站。“這1,000萬個5G基站
背後，則涉及到19.2億個濾波器。這市場規模就
達到672億元（人民幣，下同）。”

“國際上90%的濾波器是在內地生產的，現
有的濾波器人工調試員數量遠遠無法滿足5G網
絡建設的巨大需求。”韋大成表示，公司研發出
一款金屬腔體自動化調試設備，調試速度和成功
率均高於人工調試。“目前調試濾波器都是依賴
專業濾波器調試人員，用人手調節金屬螺桿的高
低。我們則通過算法提取出濾波器的數學模型，

從而計算出調諧螺桿的調節深度，指揮調試設備
將金屬螺桿調到適合的位置，其速度是人工操作
速度的1.5倍。”活動現場，這個5G項目獲最多
投資者提問。

嘉賓：選擇灣區轉化有遠見
現場另一個明星項目，則是來自朗思科技有

限公司的高精度傳感器項目。“我們研發的傳感
器是能精準到痕量級的激光光譜的氣體傳感器，
可以對超過20種氣體做到痕量級傳感，技術可
以領先行內5年到10年。”公司CEO許可表
示，現時很多能源企業還沒有精確到痕量級的傳
感檢測技術，痕量級是比微量級更為精準的單
位。“加工各階段實時檢測出硫、氮等元素，可
以在線控制物料走向，讓石化等企業效益提升5
元/噸。”

逾70港澳項目松山湖註冊
許可說，通過激光傳感器的優勢，傳統測試

時間需要一分鐘左右，而其研發的傳感器測試時
間小於0.5秒，一台傳感器還能實現多物質同時
測量，可以節省成本。他透露，其高精度傳感器

的核心技術在於AI機器學習的自動光譜分析軟
件，有了這個“智能大腦”，可以比其他傳感器
實時快速解調光譜，測出氣體濃度。

參與項目點評的香港上市聯盟大灣區主席
周偉雄表示：“參賽的香港項目集中在5G、芯
片領域，非常緊扣國家發展趨勢，介紹的技術
都比較有突破。我認為這些初創項目有意選擇
到大灣區進行轉化走向全國市場，是一個很有
遠見的選擇。”

據了解，此次參與路演的項目，不少都有意
落戶到東莞松山湖進行孵化。東莞松山湖黨工委
委員、管委會副主任黃樂瑜表示，截至目前，松
山湖已經聚集了各類國家級人才68名。松山湖
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基地是松山湖園區專門承載港
澳人才和項目的重要節點，也是入圍大灣區首批
授牌的10個港澳青年雙創基地。“為鼓勵港澳
人才來園區創新創業，我們出台了松山湖推動港
澳人才創新創業實施辦法，提供落地支持，租金
補貼、人才補貼等綜合性支持。”黃樂瑜介紹，
目前孵化器已經有70多個港澳項目在園區完成
工商註冊，其中多個企業已經發展成為明星企
業。期待未來能有更多高科技項目落戶松山湖。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盧靜怡 東莞報

道）以“助力半導體行業 引領智能製造進

程”為主題的香港科創項目路演12日在松山

湖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基地舉行，活動通過線

上線下形式同時進行。會上有5個科創項目

同場競技，聚焦芯片研發、識別多種氣體光

譜“指紋”的傳感器、雲台內置攝像頭技

術、節能馬達芯片、5G濾波器調試技術等項

目， 希望獲得融資機會以及落戶東莞松山

湖，以大灣區為

基地開拓內地

市場。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
道，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
八十一次委員長會議12日下午
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栗戰
書委員長主持。會議決定，十
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五
次會議1月20日至22日在北京
舉行。屆時將審議最高人民法
院關於提請審議關於設立北京
金融法院的決定草案的議案。
委員長會議建議，十三屆

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五次會
議審議動物防疫法修訂草案、
行政處罰法修訂草案、海警法
草案；審議全國人大監察和司
法委員會關於提請審議法律援
助法草案的議案、全國人大教
育科學文化衞生委員會關於提
請審議修訂執業醫師法的議
案、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
委員會關於提請審議濕地保護
法草案的議案、全國人大社會
建設委員會關於提請審議家庭
教育法草案的議案；審議國務
院關於提請審議安全生產法修
正草案的議案、關於提請審議
教育法修正草案的議案；審議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提請審議關
於設立北京金融法院的決定草
案的議案。
委員長會議建議，常委會

第二十五次會議審議國務院關
於提請審議批准《中華人民共
和國和比利時王國關於移管被
判刑人的條約》的議案、關於
提請審議批准《中華人民共和
國與摩洛哥王國引渡條約》的
議案；審議全國人大憲法和法
律委員會、教育科學文化衞生
委員會、外事委員會分別提出
的關於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
議主席團交付審議的代表提出
的議案審議結果的報告；分別
聽取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
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關於十三
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代表建
議、批評和意見辦理情況的報
告；審議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
工作委員會關於2020年備案審
查工作情況的報告；審議全國
人大常委會代表資格審查委員
會關於個別代表的代表資格的
報告；審議有關任免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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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以““助力半導體行業助力半導體行業引領智能製造進程引領智能製造進程””為主為主
題的香港科創項目路演題的香港科創項目路演1212日在松山湖港澳青年創日在松山湖港澳青年創
新創業基地舉行新創業基地舉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盧靜怡香港文匯報記者盧靜怡攝攝

■■痕量級多氣體激光傳感器痕量級多氣體激光傳感器。。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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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成病例現農村
河北增基層防控
專家：打破人口密度小空氣環境好播疫風險低認知

疾控專家防控建議
■提高防範意識，鄉鎮和村要出台應急預案，
以村為單位，做好口罩、體溫計、消毒液等基
礎性防疫物資儲備，做好應急準備。

■對外來人員嚴格執行“健康碼”查驗、信息
登記等措施。全面排查中高風險地區返鄉或有
旅居史的人員。

■加強鄉村醫生培訓教育，提高傳染病防控意
識和疾病診斷能力，引導村民患病後及時規範
就醫。

■做好村居環境的日常清潔與消毒，在農村地
區廣泛開展環境衞生大掃除，淨化居家、工作
場所和公共空間，消除環境衞生死角，分類投
放垃圾並及時清運，減少病毒傳播風險。

■嚴格控制村內聚集性活動。少串門、不扎
堆，婚喪嫁娶能簡則簡，盡量少擺酒席，確需
舉辦的聚集性活動應嚴格遵守當地防控規定。
減少集市等人群聚集活動，農村集市等應在嚴
格落實佩戴口罩、社交距離、清潔消毒等防控
措施下舉行。

資料來源：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顧大鵬、張聰及中

新社報道，自1月2日檢出首例病例以來，10天

時間，通過核酸檢測，河北已經累計發現本土新

冠確診病例326例，本土無症狀感染者234例。

為防止疫情進一步擴散，河北省對石家莊、邢

台、廊坊3市全域實行封閉管理，人員、車輛非

必要不外出。由於河北本輪疫情主要分布在農村

地區，且農民佔所有病例的70.07%，專家指

出，加強基層尤其是農村疫情防控將是工作重

點。

在12日的河北省第四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聞發布
會上，河北省副省長、河北省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組

副組長兼辦公室主任徐建培表示，河北省對石家莊、邢
台、廊坊3市全域實行封閉管理，人員、車輛非必要不外
出。河北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流行病學專家李琦表
示，本次河北疫情發展速度較快，短時間內出現大量病
例，主要分布在農村地區，以農民為主。截至目前，農民
佔所有病例的70.07%，發病人群以中老年為主，以普通型
和無症狀為主，因此加強基層尤其是農村疫情防控將是工
作重點。根據流行病學調查發現，到目前為止所有陽性患
者分布均呈局部高度聚集性。截至11日24時，石家莊
76.39%的病例發生在藁城區，藁城區95.62%病例發生在增
村鎮，邢台南宮市呈現局部小規模的聚集疫情。

此前，在各地對防控工作的重視下，新冠肺炎疫情最
終沒有在農村大規模暴發。基於此，人們一度認為，由於
農村的人口密度小、空氣環境好，病毒在農村的傳播風險
小於城市。“河北疫情防控的嚴峻形勢打破了這一預
期。”中國價值醫療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梁嘉琳表示。

從病毒在農村的傳播風險小於城市，到農村成為防疫
的薄弱點，農村防疫做對了哪些工作，又出現了哪些漏
洞？“早發現、早報告、早隔離、早治療，這是應對傳染
病，特別是急性傳染病非常重要的策略措施。”中國疾控
中心流行病學首席專家吳尊友總結了一系列有效策略，最
重要的就是“四早”。

基層醫療機構警覺性低貽誤時機
針對本次河北疫情，中國工程院院士、天津中醫藥大

學校長張伯禮亦表達了相同的看法。他表示，這次聚集性
疫情暴發主要原因在於“早發現”沒有做到位，基層醫療
機構警覺性不高，造成貽誤時機。他指出，儘管河北疫情
已初步得到抑制，但疫情多點散發，甚至發生一些小型暴
發已經成為常態，未來可能還會持續一段時間。

張伯禮稱，由於當地村衞生所等基層機構警覺性不
高，發現有發燒咽痛的病人時，按照感冒或流感的情況來
處理，沒有考慮到感染新冠病毒，因而貽誤了處理時機。
同時，又碰上年底，農村地區開始舉辦很多聚會，這些聚
會也造成了家庭類的傳播。

“目前河北疫情可說是初步排查清楚，有積極干預、
初步抑制，整體形勢可控。”張伯禮說，我們一直說，冬
春兩季是新冠疫苗的高發季節，特別是還有很多境外輸入
的案例，我們都需要高度警惕。

自發“封村堵路”編制防控網絡
“疫情暴發初期，一些農村地區自發的‘封村堵路’

等‘硬核’防控模式，流傳甚廣。”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
理研究中心研究員呂德文認為，正是通過“卡口”這一物
理裝置，構築了農村疫情防控的毛細血管，編制了一張
“嚴防死守”的疫情防控網絡。另一方面，是對人員進行
管控。農村主要是排查來自疫區的流動人口或在疫情期間
到過疫區的本地人，在絕大多數地區實現了人口摸排的全
覆蓋。在疫情防控常態化的今天，一些地方難免出現麻痹
大意的情緒，令“早發現、早報告、早隔離”出現遲滯。

河北疫情敲響了警鐘。“我們認為城市病毒傳播風險
大而忽略了農村。”中國國家衞健委疾病預防控制諮詢委
員會專家、北京方莊社區衞生服務中心主任吳浩表示，遲
滯意味着，等發現病毒在農村傳播時，可能已經開始了二
代或三代傳播，所以早發現依然是重中之重。

“早上持有核酸檢測證
明、居住證明、在京工作證明
‘三證’，還可以坐公交進
京。中午在單位接到緊急通
知，12時起開始暫停所有進京

公交班線運營，下午忙完明天居家辦公就不進
京啦。”在三河燕郊居住的北京通勤人員燕子

12日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河北三河當日開展
第一次全員免費新冠病毒核酸檢測，她下午下
班返回後開始居家7天隔離觀察，等待第二次
核酸檢測後才能再入京。

1月12日，毗鄰北京的固安、大廠、霸州
也發布“全員免費核酸檢測和居家隔離7天”
的公告信息。上述地方的入京檢查站，自當日
中午12點以後關閉進京通道，禁止除生活必
需品供應人員外的所有人員進京。

京冀兩地嚴密聯防，相應降低了兩地交界
物流通行的速度，各檢查站進京方向都排起長
龍。香港文匯報從多方了解，保障北京正常生
產生活的車輛、人員，如新發地農貿市場商
販，目前只能憑核酸證明、車輛憑通行證進行
“點對點”相關活動，北京方面會監督相關車
輛和司乘人員完成交易後無特殊情況迅速離
京，防範聚集性疫情暴發。

京肉菜蛋價格上漲
香港文匯報記者12日走訪北京多家商超

獲悉，受到物流影響，京內肉菜蛋食品價格普

遍上漲。散裝菜花單價元旦以來實現“兩連
升”，上周每斤由4.99元（人民幣，下同）先
漲到5.99元，目前漲到6.99元，漲幅達40%。
白菜由上周每斤0.6元漲到現在的一元，萵筍
由上周3元左右漲到現在的5元，大葱價格由
上周7元多漲到現在的8元。

部分商超的肉類價格小幅上升，如羊排由
每斤30多元錢漲到現在的40多元，豬肉、牛
肉批發價格也有小幅上漲。米麵油等耐儲物資
的價格則相對穩定。在北京東城區新世界超市
購物的劉女士稱，去年底時上述物品價格一度
有小幅回落，目前上漲幅度在可接受範圍。

北京市商務局相關負責人1月11日表示，
一些生產生活物資進京速度遲緩，再加上前期
極端天氣的影響，以及節日效應等因素，帶動
了一些生活必需品價格上漲。隨着生產生活物
資進京速度加快，供應逐步回暖，北京七大批
發市場的蔬菜上市量已經恢復到常態供應的
80%以上，生活必需品供應量將逐步恢復到正
常水平。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帥北京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于珈琳瀋陽報道）
遼寧省大連市、瀋陽市同時於1月11日宣布此
輪兩地疫情源頭鎖定，並分別確定為進口冷鏈
產品與解除隔離後的入境人員。其中，大連市
此輪疫情明確為一次新的病毒傳輸，病毒基因
組測序結果支持傳染源來自國外，並初步判定
此次大連疫情來源於被污染新冠病毒的進口冷
鏈產品。瀋陽市疫情則明確為入境人員解除隔
離後發病，通過醫院就診活動和家庭社區活動
而導致的後續疫情傳播。截至12日12時，上
述兩地此輪疫情已累計報告確診病例88例，

無症狀感染者33例。
據大連市11日新聞發布會通報，目前大

連市本輪疫情83例病例以及無症狀感染者全
部明確感染源，且絕大部分為碼頭工人。通過
對確診病例及相關環境和貨物樣本病毒的全基
因組測序，可以排除本地新冠病毒的持續傳
播，且與中國既往輸入性病例以及國內本土病
例不存在基因關聯性，是一次新的輸入。起因
是碼頭工人搬運俄羅斯籍貨輪上被病毒污染的
散裝貨品導致感染，後經碼頭工人的活動，在
金座商廈內感染商戶和顧客並引發後續傳播。

當日，瀋陽市也在同期召開的新聞發布會
上通報了此輪疫情的源頭及傳播鏈條。即1名
入境人員在解除隔離後發病，通過醫院就診、
家庭社區活動，並後續引起包含藥房、超市、
公交車等在內4個公共場所以及多家醫療機構
的疫情傳播，且涉及7個家庭，最多的一個家
庭中有6人確診。傳播鏈條顯示，多名確診病
例是由非面對面式的傳播引起，其中有病例的
感染來源是通過醫院垃圾清理工、保潔員、護
士的手部機械攜帶病毒導致，有的是因為接觸
污染的物體表面所致。

��(���

大連疫源為進口凍品瀋陽是入境人員播疫

環京河北地區全員核檢居家隔離

■京內商超的肉菜蛋食品價格普遍上漲。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帥 攝

■1月12日，石家莊市元氏縣使莊村村民排隊準備進行核酸採樣。 新華社

■1月12日，石家莊市元氏縣使莊村村民在核酸採樣。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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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迈入“十四五”
聚焦消费新亮点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

议》，就“全面促进消费”提出一系列新目标、新部署。中国有14亿人口，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已经突破1万美元，是全球最大、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其中4亿多中等收入人口，绝

对规模世界最大。“十四五”期间，促进消费将从何处着力？对居民生活将产生什么样的影

响？又将带来哪些市场机遇？我们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为您进行解析。

——编 者

“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发展服务消费，放宽服务消费领域市场准入——

享服务，消费增长的最大空间
李 婕 都 芃

▲元旦小长假期间，游客在内蒙古呼伦
贝尔扎兰屯金龙山滑雪场体验滑雪乐趣。

张 枨 孙镰峰
摄影报道

▶近日，在江西省赣州市全南县城西社
区智慧养老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正在为
社区老人集体过生日。

尹其奇摄
（人民视觉）

从医疗保健、教育培训到旅游、餐饮、家政，服务作为一种
商品，正走进越来越多普通家庭，在消费中的占比也日渐走高。

疫情下，远程医疗、在线教育、智能体育蓬勃发展，深度保
洁、汽车保养等传统服务也纷纷“触网”，更让消费者体验到服务
的不可或缺。

许多观点认为，未来消费最大的空间正是在服务领域。那
么，对服务趋势如何看？消费怎样才能进一步释放潜力？

“服务消费真比想象的多”

您家日常消费啥情况？实物、服务，哪类消费多？
“应该还是吃的、用的占大头。实物消费肯定多，起码得有

60%至 70%。”说这话的是张海洋，他的回答和本报采访的许多人
对家庭消费的感受相似。

张海洋，35岁，生活在山东济南，有一个五口之家，夫妇二
人全职工作，孩子上幼儿园，父母帮忙照看，一辆车，一套房，
每月还房贷——这样的家庭在城市颇有些代表性。

具体来看看一个月的实际花销呢？
张海洋细列了账单。实物消费这块：采购食品、买衣服玩

具、汽车加油、水电燃气等等，加起来将近3000元；服务消费这
块：家人朋友聚餐、文娱休闲、小孩上幼儿园、父母的保险、全家的
医疗，再加上物业、交通……细数起来，项目更多，而且一加总，
比3000元只多不少，反而占了多数。

“真比我想象的多。主要是服务消费不像实物消费，买了看不
见东西，老以为没花多少钱，这一算下来还真不少。”张海洋说。
但他有一点感受很明显，现在生活条件上去了，有些钱是舍得花
了。比方说，近些年家里支出涨得最快的，就是家人朋友聚餐、
带小孩看电影、逛游乐园，都是花钱买放松、娱乐、休闲；而小
孩教育、父母健康，则是有了条件就必须得花。

类目多、增速快，实际上，服务消费早就悄然占据了中国居
民消费的“半壁江山”。有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人均服务业消
费支出接近1万元，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45.9%。

细看分项，增势同样明显。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人
均交通通信消费支出2862元，增长7.0%；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
支出 2513元，增长 12.9%；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 1902元，增长
12.9%。

从商品消费向服务消费转变提升，这也是居民消费的客观规
律。“当前中国人均GDP已经超过1万美元，物质方面的需求满足
程度不断提高，对精神方面的需求也就日益增长。服务消费主要
满足人们这方面的需求，增速和占比持续提高。”中国贸促会研究
院副院长赵萍说。

供给不平衡不充分仍突出

去年8月，“90后”江波和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创业，将
目光锁定在养老行业。“我们目前主要的业务，就是根据老年人的
需求提供养老规划方案。现在养老需求越来越大，但许多老年人
对社会上的养老院并不了解，我们的工作就是提供咨询服务上的
便利。”

江波和同伴们都是养老行业出身，正是过去的工作经历，让
他们对市场需求有所洞察。虽然开业时间不长，但客户不少，公
司已经可以盈利。未来，他们还计划将业务进一步拓展到与老年
群体相关的旅游度假和家政服务，包括居家养老护理和适老化改
造等。“养老现在是朝阳行业，好多大公司都在做，我们对未来很
看好。”江波说。

从养老育幼、健康护理到文化旅游、教育培训，近年来，这
些领域市场热度逐渐走高，吸引更多社会主体参与。而从消费端
来看，未来消费增长最大的看点也在于此。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
近日在一场论坛上表示，中国消费增长的最大空间在服务领域。

张海洋对家庭未来消费做了估计，“过几年孩子大了，报课外

兴趣班、辅导班，都是不小的花费，父母年纪大了，医药健康费
用肯定也少不了”。要说有什么担心，就是现在市场上“选择还是
有点少，要么价格太贵，要么不太规范”。

随着服务消费需求走高，其发展短板也逐步显露。在赵萍看
来，当前服务供给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突出，这也成为目前
制约服务消费的主要因素。

“一方面是由于经济发展阶段导致的。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
正从工业化中后期进入到工业化后期阶段，服务业的规模和占比
持续提高，但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相比较，发展质量
和水平还有待提升。另一方面，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开放较
晚，需要在进一步改革开放中实现大发展。”赵萍说。

商务部研究院流通与消费研究所所长董超认为，我国服务消
费领域存在法律法规滞后、服务网点布局不合理、部分业态短
缺、个别领域准入条件不合理、证照办理流程繁琐、监管不够合
理等问题，这些都制约了服务消费的发展。

放宽准入，加快“触网”

未来服务消费如何再挖潜？
“十四五”规划建议明确，发展服务消费，放宽服务消费领域

市场准入。
赵萍认为，当前服务消费相关的主要领域是交通通信、教育

文化娱乐和医疗保健以及生活服务业，放宽市场准入意味着将进

一步放开服务业投资，为企业到服务消费领域投资提供更多机
会，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为外资进入服务业创造更多机会。

“特别是针对当前需求比较旺盛的领域，如健康、养老、育幼、文
化、旅游、体育、家政、物业等服务业，要有针对性地加快发展，促进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赵萍说。

一方面放宽准入“大门”，另一方面则是适应形势融合发展。
国家发改委披露的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线上经济快速发

展，但相对于实物消费，服务消费网上销售仍是“短板”，占比不
到20%。

不过，为应对疫情影响，医疗、体育、教育等服务消费纷纷
“触网”，迎来新的发展机遇。“线上服务消费开始加码反哺线下
服务消费，将线上流量引至线下；也使消费者的生活更加网络
化、数字化，倒逼本地服务生活领域的供给端加速转型，进而推
动线下服务在经营方式和业态上不断创新发展。”国家发改委新
闻发言人孟玮说。

据介绍，国家发改委将会同相关部门进一步研究出台促进服
务消费的新举措，积极发展“互联网+医疗健康”、数字智慧文
旅、在线教育培训、智能体育等服务消费新模式，引导传统服务
企业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对消费者而言，收入是另一个关键词。“很多服务消费属于非
必需消费，收入弹性较大。也就是说，收入水平越高，服务消费
的需求越强烈。”赵萍认为，需要加快收入分配改革，稳步提升居
民的收入水平。要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
体，增强全社会的服务消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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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忠）清初思想家唐甄在《潛
書-講學》中說：“學貴得師，亦貴
得友，師也者，猶行路之有導也；友
也者，猶涉險之有助也。得“我與維
力先生交往，莫過於此。人謂師者，
傳道授業解惑也；人謂友者，所以相
有；人謂兄長者，視若家人。而先生
於我並非為師，言傳身教，更且為友
，隨和契合，也更為兄長，父輩，昊
天罔極。

初識先生，記得是2011年7月，
我那時剛到美國不久。出的是自信恬
淡，給人一種和藹可親的感覺。

近幾年，我與先生交往相當多，
就更使我能切身體會到先生對藝術孜
孜不倦的追求與熱愛。與先生數次對
准他為休斯敦赫爾曼公園創作的孔子
雕像，他認為，孔子是一位東方思想
家，“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創作
之前就要好研究人物內涵，他瀏覽學
術文獻資料，最終塑造出一個剛毅，
內在和超越精神的儒家形象，精妙地
刻畫雕像中的孔子正直而睿智，人物
形象鮮明，似乎正游走四方，宣揚他
的儒家理念。觀眾甚至能感到，從他
那個時代，一直到今天，仍在向我們
走來，體現了儒家思想超自然的生命
力。先生認為，創作就是利用一切可
以利用的藝術形式去抒發自己的真實
情感，力求有的放矢的用恰當的形式
與技巧表現自己的感悟。不但要別人
看得懂自己的作品，而且要用使自己
感動的事，去感動別人。今天，在赫
爾曼公園的雕塑園中，以此孔子雕像
依然感動著我們。

《耶穌-偉大的醫治者》是一尊
雙人雕像，是先生創作最多的一件作
品，共有八尊安放在休斯敦不同的衛
理公會醫院，這件作品被先生刻畫的
人物形象鮮明，突出了“醫與被醫者
”之間的內在聯繫，既增加出耶穌的
憐憫之心，又表現了信徒對耶穌的崇
敬之情。整個作品予人以靈魂超脫肉
體的感覺，人物的三維空間表現已為
精神力量所取代，這種精神借線條的
力量和銳利的眼神，而表現的淋漓盡
致，也將衛衛公會醫院“醫病治心”
的理念體現的異常透徹。

我與先生的最後一次見面，是

2020庚子鼠年的正月初三，這天是他
創作的大型銅雕《利瑪竇》正式落成
，那天先生神采奕奕，我抓住機會拍
攝了一張他與在《利瑪竇》創作的影
，誰知竟為絕唱。記得在《利瑪竇》
創作期間，正值休斯敦炎炎夏日，我
時常跑去他的工作室幫助鑲泥噴水，
在這間簡陋倉庫改造的工作室裡，為
了保證泥塑不開裂，房間內不能開空
調，下午西曬，必須用黑布遮蓋門窗
，屋內悶熱不已，學生找來一颱風扇
，也只能對著牆吹，而已多之年的先
生每天要在這樣的環境中工作一段時
間多小時，經常忙得汗流浹背。兩個
多月時間用一千多磅塑泥創作了這尊
兩米多高的《利瑪竇》泥塑像。可見
每一件傳承於世的雕塑作品，完全飽
含含藝術家的心血與激情，更是浸染
了藝術家的無數汗水。泥塑完成之時
，我們特意為先生做了一次他說，這
件作品創作之前就想到了半年多，期
間翻閱分解的歷史文獻和圖片。雕塑
中的利瑪竇身著儒服，手握毛筆和線
裝書，表示他學習和熱愛中國文化，
服飾隨風後擺暗喻他風塵僕僕從意大
利來到中國，把西方宗教，文化，科
學和藝術傳播到中國，同時也現場很
多人是第一次欣賞泥塑作品，在感慨
先生的藝術功力之時，無不為先生的
忘我精神而感動。時至今日我依然清
晰的記得中間的一個小細節，先生對
利瑪竇手握毛筆的姿勢一直拿捏不准
，我們找了很多書法家的握筆姿勢研
究，我還特意拿了一支毛筆，按照專
家的一些握筆姿勢進行示範，先生也
不停的拿著毛筆進行揣摩，最後才形
成了現在雕像上的這個握筆姿勢。

在《利瑪竇》雕像的落成儀式上
，我仰望著這尊巨大的人物雕像，無
不為這件雕塑作品所展現的細節之美
所震撼-整座雕塑柔美而剛毅，人物
形象栩栩如生，虯髯濃密飽滿，手握
毛筆的姿勢優美，書卷開合有度，那
深邃的眼神中，折射出利瑪竇獻身中
西文明交融的決心。這也恰印印證了
先生致力於中美文化傳播，加強東西
方文化融合，堅持人類文明互鑑共建
，融合發展的共同理念。

先生的雕塑作品以寫實為主，造

型簡潔明快，線條流暢，結構單純明
晰，主題突出，極富美感，刻畫人物
力求表現其精髓和本質，富於性格特
徵。我嘗試的歌頌美，而批判醜。”
《孫中山》，《宋慶齡》，《陳省身
》，《帕米爾的春天》，《山鷹之歌
，《斯巴達克》，《加里-格蘭特》
，《鬥牛士》等雕塑作品，都代表了
他這樣的一種風格。在休斯敦城市的
公共場所，先生創作的老布什總統的
浮雕，時常吸引著人們欣賞。如此，
他創作的素描，油畫，壁畫，招貼畫
，書籍插圖，漫畫，電影海報等，也
影響著一代人。他的人物素描經常變
換手法，對人物刻畫深刻，多次有人
看了他的素描作品而感動的落淚，覺
得他深他的人物漫畫像更是膾祖人口
，經過大膽的取捨，用極簡單的線條
把人物外表和內在的特徵表露無遺，
有意義有趣，入木三分。著名畫家楊
先讓是這樣評價先生的：“王維力的
確是一個少有的善於掌握視覺藝術造
型的怪才，他是一個在藝術上能抓住
自己所喜歡的決不撒手的人。他有一
種超群的實力，他不只是勤奮，更是
忠於自己所喜所愛的藝術去全身心吸
引的人。”

先生從小就崇尚孔子“大同世界
”的理念，作為中美“文化傳播的友
好使者”，對休斯敦多元文化發展做
出了卓越的貢獻。1992年他成立了
“王維力藝術工作室”，與近百位至
此在這個“國際大家庭中”義務教學
，達二十八載。他們一起學習，一起
歡樂，一起觀摩，一起參觀，一起辦
展覽，一起去世界各國藝術考察，創
作采風。從教室走向社區，從休斯敦
走向世界，幾十年來，先生真正地是
讀了“萬卷書”，也真正地行了“萬
里路”，先生說，越看更多越感覺到
自己的不足，越感覺到前輩們對世界
藝術文化的貢獻，也越崇敬他們。他
對準學生遍訪中國的大江南北和世界
很多地方，向不同國家，不同的民族
的人民學習他們的文化與歷史，增進
了相互了解，促進了中美及國際人文
交流。我曾多次參加他的學生聚會的
相關中國主題的家庭聚會活動，每當
中國農曆春節，不同族裔的學生們歡

聚一堂，總是逢豬話豬，遇鼠說鼠，
其樂融融。

2018年中，我策劃出版我的攝影
畫冊《中國西部》，特邀先生撰寫序
言。先生以《 <用心表現美》，洋洋
灑灑寫了擴大字。中間，他數次觀摩
我的樣片，我們從西藏少數民族新疆
，共同交流創作體會，他說：“幾十
年前的西藏，新疆之行，是為了雕塑
創作，創作之前要了解生活，體驗生
活，與最基層的各族人民接觸和交往
，因此我走過西藏，新疆很多地方，
各種景色都在眼前掠過，只是無暇過
多關注。再加上當年用的都是黑白膠
片，也不可能拍出什麼真正美麗的照
片。就這樣自從認識了攝影家賈忠以
後，這種遺憾就漸漸消失了。因為他
的攝影作品，喚起我美好“重大動情
局部，先生專門拿出了一本1961年
他在新疆創作采風時的筆記，一筆一
劃記錄了他當時的創作體會，望著這
本與我同齡的筆記，字裡行間帶來的
是強烈的震撼，面對先生這種對藝術
執著的追求，我心存慚愧，感動之情
溢於言表。

畫冊出版後，我特意送先生一本
閱覽，他一頁一頁認真的翻看著，最
後說：“行者無疆，願你能讓我們看
到更多的作品。”

先生時常詼諧地喊我“寶兄弟”
，在那段日子裡，我總把先生的家門
當作自己的家門，把先生的客廳變成
自己的課堂。每每到先生家，先生總
是重新茶倒水，噓寒問暖；探討光影
時，先生有時到像一個學生，敏而好
學，不恥下問。與先生相處，方知
何為春風化雨，何為平易近人。

先生一生未婚，他把自己的一
生是真正意義上的獻給了藝術，他
稱自己的這些作品，就是自己的
“孩子”，有這些“孩子”，就足
夠了。先生雖居住美國，但致力於
報答祖國，2016年，他經過深思熟
慮，決定將自己保留的作品無償捐
贈給故鄉北京，他希望建立一個博
物館，永久保存，陳列這些作品，
並且向公眾開放，讓世世代代的人
們可以欣賞到這些作品，並得到藝
術上的享受。他說，“這是讓我的'

孩子'們能夠葉落歸根。我到祖國來找
尋'孩子'們的歸宿，北京是我的故鄉
，很高興把我的'孩子'們交給他們，
也相信他們會照顧好我的'孩子'們。
”

他矢美40載，在藝術界版權極高
聲譽。他矢志不渝地追求藝術上的真
，善，美，志在傳承和發展現實主義
創作，倡導藝術的真實性。他曾說：
“藝術前輩們不但留下了很多優秀的
藝術作品，而且為我們總結了藝術的
規律和法則，所以我很早就決定要進
行他們的創作楊先讓評價他：“王維
力身上充滿了自信與活力，他瀟灑自
在地走著自己的路，在新大陸的藝術
天地裡，越走越寬暢了。”的，從未
做完的這條道路走下去。 ”的確，在
他的作品中，始終表現出人類的精神
之美，造型之美以及人類的尊嚴和信
念。他不會像一些人那樣，為了迎合
，追逐一時流行之潮流，而放棄自己
的真愛和信念。他的作品能夠引起更
多人的共鳴，他就會感到更加幸福。

我與先生，亦父亦師。先生待我
，亦兄亦友。在我的一生中我為認識
先生而榮幸。如今，先生駕鶴而去，
然誠品依然，唯藝術永存。他的一生
是靈感，創造力，愛心和關愛的完美
典範。我想，在他西去的路上，一定
會顧慕墨西哥灣畔一個名曰休斯敦的
地方。

亦師亦友亦兄長，深情難忘。
至美至善至知己，藝術永存！

賈忠2021年元月於美國休斯敦怡茗
軒

亦師亦友亦兄長 深情難忘王維力--我心目中的維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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